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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导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了转变。 人民不仅对物

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且在民主、 法治、 公平、 正义、 安全、 环境等方面的要求

也日益增长。 新时代、 新矛盾、 新使命要求党和国家必须通过与时俱进地治理创新， 不断提

升治理质量，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时代治理创新研究” 专栏的三篇

文章， 就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 从生态治理、 结构性风险治

理、 创业就业推动治理等方面回应新时代、 新矛盾、 新使命， 实现新作为的积极探索。 新时

代治理创新应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 以绿色治理为路向， 以生态治理为基

础， 以结构性风险防治为关键， 以健全创业就业体系为着力点， 以全面提升治理质量为落脚

点， 努力实现新时代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 生态的高质量发展。

县域生态治理能力: 概念、 要素与体系构建

史云贵, 孟 群

摘 要: 县域生态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与关键性环节。 为解决当前日益严峻的县域生态

治理危机， 应以目标、 资源、 过程三大要素为导向， 着力构建起绿色价值观念塑造能力、 绿色服务能力、 生

态法治化能力、 区域资源配置能力、 绿色政策制定能力、 绿色政策执行能力、 区域生态风险应变能力、 多元

协同治理能力等八大能力为基本框架的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 并通过设计一套以绿色决策机制、 绿色文化

培育机制、 绿色绩效考评机制、 多元主体参与机制、 区域资源配置机制、 绿色法治机制所构成的 “六维一

体” 的高效运行机制谱系， 以支撑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良性循环、 健康发展。 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与运

行机制相互依存、 融合贯通， 亦可为进一步提升县域生态治理能力、 完善县域生态系统提供持久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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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尧超: 《县域群体性事件特点观察———以 C省为研究范围》， 《人民论坛》 2014 年第 8 期， 第 228 页。

从 “五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到 “新发展理念” 的推动实施， 我国生态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生态治理耦合于 “绿色发展” 理念的精神意蕴， 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对生态治理能力体系的探

索与构建必然助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前县域发展更需凸显 “绿色发展” 理念， 把 “美丽中国”
落实为具象的生态形态。 如何将绿色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政策供给落地生根， 如何将国家生态治理推向

纵深， 重点在地方， 关键在县域。 提升县域生态治理能力水平， 推进县域生态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一、 县域生态治理能力的相关概念

“郡县治， 天下安”， 古往今来， 县域治理均为治国之要。 两千多年来， “县” 在我国的行政区划

体系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 一直是国家行政层级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最稳定的微观政治单元。 县

域作为我国政府治理的边缘地带， 政府权力的末梢点， 是社会管理最容易 “失控” 的边界， 也就成

了最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敏感区域。①从整体来看， 县域地区是一个集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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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等于一体的地域性政治单元， 它以县城为中心， 以重点乡镇 (街办) 为依托， 辐射所辖村庄与

社区， 构成了我们所谓的乡土社会。 “县域治理” 即是指在县级行政区域内， 为达到县域 “善治” 的

目标， 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本区域内的公共事务， 推动县域 “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生态”
协调发展、 和谐互动， 从而实现县域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地方治理模式。 搞好县域治理对于提升整

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生态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实践过程。 当前， 我国学术界有关生态治理的

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对生态治理的概念界定还没有形成共识。 有学者认为生态治理的概念随着治理

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历经了三个方面的范式转换， “一是从治疗到预防; 二是从局部治理到整体治理;
三是从政府管制到多元治理。”①还有学者从治理的本质特征出发， 将生态治理界定为 “一种多元参

与、 良性互动、 诉诸公共利益的和谐治理形式。”②尽管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生态治理的概念进行了

探讨， 但是这些概念大都从保护生态环境、 维持良好的自然生态入手。 实际上， 生态治理贯穿于人类

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 它并非只是简单的环境保护。 除了改善和优化自然生态之外， 生态治理还应包

含更广泛的内涵。 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 生态治理的价值与意义已远超自然生态本身。 显然， 生态危

机并非单一的自然环境问题， 而是若干生态系统相结合的复杂问题。 在当前治理 “生态化” “绿色

化” 的发展大势下， 应跳出自然生态的局限， 深入挖掘自然生态与政治生态、 社会生态的互动关系，
力求实现 “自然生态 -政治生态 -社会生态” 的健康发展、 和谐共生。

图 1 生态治理的要素系统

我们可以从狭义与广义两种视角来解读生态

治理的内涵。 狭义的生态治理指在生态学原理指

导下， 对自然环境、 资源的防治与修复; 广义的

生态治理指的是在健康的治理共同体中， 多元治

理主体以绿色价值理念为基本导向， 通过多元参

与、 对话协商等治理方式合作共治涉及生态层面

的公共事务， 做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绿色决策，
推动 “自然生态 -政治生态 -社会生态” 绿色化

的活动或活动过程 (如图 1)。 本文采用广义的生

态治理概念来开展生态治理研究。
“能力” 是一个与目标、 资源、 治理过程、 治

理结构等密切相关的概念， 通常用来衡量目标实现

的能量或程度。 结合上述生态治理概念的分析， 生

态治理能力可以界定为: 多元治理主体在处理涉及

生态层面的公共事务过程中， 通过调动社会资源、 制定和执行绿色政策， 推动 “自然生态 -政治生态 -
社会生态” 绿色化， 以达成生态善治目标的能量或程度。 根据县域治理自身的特点， 我们认为， 县域生

态治理能力的本质内涵是指: 立足县域生态治理现状， 县级党委、 政府协同多元社会力量， 在处理涉及

生态层面的公共事务过程中， 通过整合社会资源、 制定和执行绿色政策， 切实推进县域 “自然生态 -政
治生态 -社会生态” 绿色化， 以实现县域生态善治目标的能量。 县域生态治理能力建设是推动县域生态

文明建设的关键， 也是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与关键环节。

二、 县域生态治理能力: 核心要素与体系构建

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是一个涉及诸多要素的多层级结构体系。 要切实提高县域生态治理能力，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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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厘清生态治理能力的基本构成要素， 并从我国绿色发展理念的基本要义出发， 立足我国县域生态治

理实践去凝练县域生态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 从而提升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以实现县域治理的现代化。
(一) 治理能力的构成要素

治理能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 需要从系统性、 整体性的高度对其进行考察分析。 目前学界对于治

理能力的探讨多围绕政府治理能力 (以下简称政府能力) 展开。 笔者所接触的现有文献对治理能力

的界定可以归纳为 “三要素说”: 第一， 目标要素说。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 G·A·阿尔蒙德将政府能

力视作一种应对环境因素挑战的程度。① John J. Gargan认为地方政府能力是指它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

事。②赵晖指出， “政府能力是政府作为社会的普遍性和强制性组织， 汲取公共资源和为社会公众提供

公共产品的能力。”③上述学者的观点可统称为目标导向的能力界定方式。 第二， 资源要素说。
Ingraham & Donahue将政府能力界定为一种为保障政策产出和履行政府责任而控制、 指导和开发其资

源的能力。④ Coggburn & Schneider把政府治理能力定义为， 政府为实现其政策职能而部署、 开发、 控

制和利用其人力、 物力、 财力和信息资源的能力。⑤张钢等从组织资源的视角出发， 认为 “对政府能

力的考察可以分为资源获取能力、 资源配置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和资源运用能力四个方面来考察。”⑥

第三， 过程要素说。 学者 D·C·斯通认为， 政府能力指的是政府为实现特定目标， 而制定计划、 项

目、 方案以及贯彻落实具体政策的能力。⑦谢庆奎将政府能力看作是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效力或势

能。⑧金太军认为， 政府能力意即政府为实现其职能、 贯彻其意志， 根据自身拥有的公共权力开展顶

层设计、 政策制定、 组织动员和评价考核等的能力。⑨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我们认为， 治理能力

体系主要涉及三方面要素: 目标、 资源和治理过程。 一是治理能力具有指向性， 实质是为达成某一特

定目标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二是治理能力必须拥有资源作为施展能力的前提条件， 三是治理的过程事

实上就是能力运作的过程。
综上所述， 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治理能力的研究成果颇丰， 但多是围绕某一要素展开探讨， 鲜少

进行系统性、 层次性、 条理化的分析。 因而， 非常有必要引入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系统论为我们研究

治理能力提供了可行性的方法指引。 系统论将组织看作是一个由多种要素 (如投入、 产出、 反馈及

外部环境等) 相互作用、 彼此制约的动态性整体; 改变系统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往往会影响到其他要

素， 因而系统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 动态的、 不确定的。○10根据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对

政治系统理论的阐述， 我们可以将系统分析简化为一个 “输入 -转换 -输出 -反馈”○11 的过程。 这一

分析框架之所以适用于治理能力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 系统分析理论认为， 任一政治

系统都具有一定的层级架构， 横向的平行部分或纵向的等级层次之间都是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的关

系， 这为治理能力分析框架的层次化、 系统化和条理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二， 系统分析着重强调外

部环境与组织之间 “输入 -转换 -输出 -反馈” 的路径互动。 由此， 基于治理能力体系构建的 “三
要素”， 我们可以依照上述路径进行系统整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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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的构建

图 2 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逻辑框架

基于治理能力要素视角的分析， 结合

县域生态治理的概念与内涵可知， 县域生

态治理能力的构成要素包括目标、 资源和

过程要素。 “目标要素” 为县域生态治理

能力体系的构建确立基本价值导向。 “资
源要素” 是支撑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构

建的物质与非物质保障。 “过程要素” 涉

及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从输入到输出良

性运转的全过程。 从这 “三大要素” 出

发， 我们将县域生态治理的具体能力解构

为三个层面八大要素， 即目标要素层面，
包括绿色价值观念塑造能力、 绿色服务能

力、 生态法治化能力; 资源要素层面， 包

括区域资源配置和利用能力; 过程要素层

面， 包括绿色政策制定能力、 绿色政策执行能力、 区域生态风险应变能力、 多元协同治理能力。 这些

具体的生态治理能力按照系统分析的 “输入 -转换 -输出 -反馈” 路径构成了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

系的逻辑框架， 如图 2 所示。
一是绿色价值观念塑造能力。 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基本价值导向， 推进县域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质上是一场涉及价值理念、 生产生活方式、 行为模式等方面的绿色变革。 首先， 推动生态治理建

设， 要绿色发展理念先行。 党的十九大提出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为此， “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① 这

是我们党在面对日益严峻的自然生态危机形势下， 从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治理的高度做出的重要论

断。 绿色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说， 就是将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治理有机结合， 在生态治理中凝聚绿色价

值共识， 在绿色价值共识的基础上深入推进生态治理进程。 在县域生态治理过程中， 县级党委和政府

要协同多元社会力量宣传和弘扬绿色发展理念， 塑造良好的绿色生态文化氛围， 使绿色发展理念贯穿

于县域生态治理的各方面、 全过程， 进而促进全社会形成绿色治理共识的文化素养。 其次， 价值观念

是思想理论、 制度建设的源头。 推进生态治理不仅需要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 也需要制度体系的强有

力支撑。 县域生态治理要想实现从绿色价值观念向具体实践的转变， 必须加快建成县域生态文明的制

度体系， 不断健全生态治理的体制机制， 形成全社会共同遵守的生态性法律、 法规、 政策和条例等，
加快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二是绿色服务能力。 从 “可持续发展” 到 “科学发展观” 再到 “绿色发展”， “以人为本” 的价

值导向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日益凸显， 这是由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性

质所决定的。 我国生态治理能力建设应突破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的二重维度， 确立起生态治理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圭臬的 “人本” 价值向度。②因此，
县域生态治理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转变过去在生态治理中的 “缺位” “错位” “越位” 现象， 通过实

施县域绿色发展战略、 创新县乡干部绿色考核制度， 创造良好的生态治理环境; 通过进一步强化基层

党委政府作为绿色价值观念的引领者、 生态资源的管理者、 绿色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等角色， 协同

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打造一个高效、 廉洁、 法治、 透明的生态治理共同体， 激励多元主体由 “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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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为 “生态人”， 不断提升多元治理主体的绿色生态文化素养、 培育绿色服务能力。
三是生态法治化能力。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也是提升生态治理水平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

九大明确提出， 要 “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 “构建政府为主导、 企业为

主体、 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①借助最严格的制度体系， 倒逼生态治理质量的全

面提升， 关键在于加强生态治理的法治化建设， 将 “自然生态 -政治生态 -社会生态” 的全面治理

纳入法治轨道， 打造一个由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等环节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的中国特色生态法治

体系， 进一步提高我国生态法治化治理水平。 当前我国县域生态治理失灵通常是由于治理主体职责不

清、 权责不明、 利益不均等因素导致的。 要全面提升县域治理主体的生态治理能力、 推进县域生态治

理现代化， 就必须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划定治理主体的权责， 将法治思维方式作为生态治理的依据， 培

育县域社会治理主体的生态治理法治化意识， 自觉以法治思维践行生态治理活动， 使法律意识、 法律

知识、 法治思维、 法治精神内化为生态治理的精神动力， 外显为生态依法治理能力， 形成法无授权不

可为， 法的界限不可逾越的生态治理法治化共识。
四是区域资源配置能力。 政治生态理论强调， 任何一个系统的稳定、 持续运行， 都离不开其自身

的能动力和来自外界环境的其他组织动力; 倘若政治系统缺乏外部环境的能量递补和刺激， 缺少环境

因素对系统的压力和监测， 那么系统会日趋迟滞、 封闭、 丧失活力而最终走向自我毁灭。②县域生态

治理也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之中。 生态治理过程的开放性， 加之治理结构的多元复合性， 使得外部治

理环境中的各种资源得以输入到政治系统之中， 从而有效支撑生态治理体系的良性运转。 具体而言，
县域基层权力机构拥有的政治、 组织、 财力、 人力资源等为县域生态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性保障;
基层其他社会力量， 如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 公民大众等社会主体所拥有的显性或隐性资源， 都可为

县域生态治理可持续运行提供可靠保障。 由此可知， 县域生态治理应充分利用外部治理环境和多元治

理主体所拥有的大量物质、 能量、 信息、 能力等资源， 并将这些散乱的资源统合起来以解决日益严峻

的生态治理问题。
五是绿色政策制定能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 “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为我国生态治理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既要金山银山， 又要绿水青山” 的绿色发展思维强调了自然生

态、 政治生态、 社会生态的绿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 不可偏废。 良好的自然生态是最公平的公

共产品、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关乎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 战斗力， 健康和谐的社

会生态 “使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③ 在当前， 面对修复改

善自然生态与经济快速增长之间的矛盾冲突， 县域治理主体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基本导向、 以绿色惠

民、 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标， 切实提升绿色政策制定能力。 通过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的

综合集成模式带动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的互利共赢， 进而以改善和优化自然生态为突破口推动政治生

态和社会生态的绿色化。 “社会模式的变革始于历史在此刻所留给我们的物质结构”。④ 无论是县域生

态风险的防范与规制政策的制定， 还是自然生态导向的技术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抑或是群众参与绿色

决策的机制建设都必须采取渐进有序的推进战略。 县域生态赤字的严重透支、 生态治理的系统性、 复

杂性决定了县域生态决策能力的提升并非一日之功， 也不能奢想一蹴而就。
六是绿色政策执行能力。 当前我国还处于经济社会的双转型时期。 过渡社会公共行政的重叠性和

异质性特点必然导致系统行政的形式主义。⑤当前， 政策执行力问题一直都是困扰治理能力提升的一

个顽疾。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 “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的重要命题。 与国家生态治理战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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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绿色决策能力相比， 政策执行能力是一种深刻影响生态治理效率与质量的实际推进能力。 显然，
政策执行力的问题不单只应存在于国家生态治理的结构层次之中， 更应渗透到县域生态治理的各个方

面。 县域作为国家权力结构的末梢和绿色服务职能的落实者， 绿色政策执行能力应成为县域政府重要

的职能。 县域生态治理主体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党和国家绿色政策的内涵要求和精神实质， 着力提

升政策执行主体的领会能力、 谋划能力、 自我完善能力， 充分结合县域生态治理实践， 确保各项绿色

政策得到高效贯彻与落实。
七是县域生态风险应变能力。 当今世界， 全球生态问题愈发严峻， 不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巨大挑战， 而且也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 生态风险的识别和应对不仅是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 也

是彰显生态治理能力的关键。 在当前县域经济下行和转型升级背景下， 各种矛盾进入凸显期与高发

期。 生态危机的凸显、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不断拷问以单纯技术路线为主导的生态治理方式的有效

性。 生态风险应变能力已成为影响县域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 “多年县域维稳

的实践教训告诉我们， 稳定不是维护出来的， 而是主动创造出来， 不去积极主动地化解矛盾， 真心实

意地解决和满足群众的各种合理合法诉求， 只能跟在矛盾的后面手忙脚乱， 甚至越维稳越乱。”①因

而， 县域治理主体更要积极关注县域人民群众的合理合法的生态权益诉求， 妥善解决和有效防范威胁

人民群众健康、 危害公共安全、 危及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区域生态风险， 通过建立健全区域生态风

险预警和防控机制进一步提升县域治理主体区域生态风险应变能力。
八是多元协同治理能力。 生态风险的制度性根源呼唤国家治理模式的绿色化转型。 在这个社会多重

风险并存、 多元性与复杂性日趋增强的时代， 国家这一传统的社会治理主体尽管仍被寄予厚望， 但是其

本身也是风险的制造者， 加之这一时期的变革往往没有先例可供借鉴， 国家自身变革的滞后性则直接或

间接地导致了治理的失效。②然而， 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 官僚制度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和经济的繁

荣逐渐走向衰落，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正式的、 自组织的合作形式。③这一治理模式打破了传统社会

的线性决策模式， 并将线性关系演变成以多元主体为中心的放射状网络结构。 在生态治理过程中， 各

治理主体间既相互依存， 又各自具有自我管理与独立运作的能力。 各种社会治理主体以全民共建共治

共享理念为基本价值导向， 以合作互动、 共同参与为基本行动方式， 以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合作共

赢为终极目标， “构建政府为主导、 企业为主体、 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 的多元生态治理体系。
作为一项长期化、 系统化、 复杂化的巨大工程， 县域生态治理迫切需要全方位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的能力， 充分发挥基层党委政府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发挥社会组织的志愿服务优势、 企业等经济

组织的效率优势， 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优势， 从而使得多元治理主体更加明确自身的权责范围， 在县

域范围内共同承担起生态治理的公共责任， 进一步加快县域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共治与良性互动。

三、 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运行: 模型构建与机制谱系

在社会学中， 机制是指事物各组成要素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事物在有规律性的运动中发挥功能的作用

过程。④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要想实现正常、 有效的运行就不得不需要一套系统的运行机制， 将国家绿

色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转换成一系列制度安排， 并形成相应的运作机制， 在整个县域社会真正 “形成绿

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坚定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建设美丽中国， 为人

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⑤具体而言， 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的运行机制是指支撑县域生态治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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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体系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 合理制约， 进而使整个系统良性循环、 健康发展的一系列机制谱系。
(一) 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运行的模型构建

图 3 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运行机制模型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 结合县域生态治

理能力要素间的关系， 要维持县域生态治

理的长期效应， 应建构起持续性的运行机

制。 这些运行机制要有目标源作为生态治

理能力体系运行的 “方向标”， 要有动力

源作为生态治理能力体系运行的 “发动

机”， 要有创新源作为生态治理能力体系

运行的 “活力素”， 要有主体源和基础源

作为生态治理能力体系运行的 “两个轮

子”， 还要有保障源作为生态治理能力体

系运行的 “稳定器”。 具言之， 县域生态

治理能力体系的运行机制是一个包含以绿

色决策机制为目标源、 以绿色文化培育机

制为动力源、 以绿色绩效考核机制为创新

源、 以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为主体源、 以区

域资源配置机制为基础源、 以绿色法治机制为保障源所组成的 “六维一体” 机制谱系和复合型生态

治理模型 (如图 3)。 这一机制谱系通过共同作用支撑和融入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的运行之中， 从

而实现整个生态治理系统的良性运转。 在能力体系运行过程中， 离开或偏废任一运行机制， 都难以保

证县域生态治理系统的健康运行。
(二) 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运行的机制谱系

1. 目标源: 绿色决策机制。 “政治时代的一项决策往往涉及到整个政治体系和政治共同体， 因

此它的影响就格外广泛， 格外深远。 ……在政治时代， 政治决策尤其需要慎重， 要对社会和历史责任

有比任何时代都更为清晰的意识。”①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运行的绿色决策机制关乎能力体系建设的

系统目标和实践方向。 换言之， 绿色决策机制在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运行的过程中， 发挥着基础性

和根本性的作用。 绿色决策机制在 “六维一体” 的复合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它不仅客观地反映生

态治理能力体系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揭示各要素间的运动变化规律， 而且决定着能力体系的运行效

果。 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运行的绿色决策机制是其他机制运行的必要前提， 并且贯穿于其他各个机

制运行的全过程中。 权力和责任， 本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张弛有度才能为生态治理能力体系运转蓄

力。 通过健全绿色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以及责任倒查机制使生态治理的多元主体自觉以责任来约

束、 限制和规范自身的决策行为， 倒逼多元治理主体依法治理、 恪尽职守， 做出更符合绿色发展要求

的科学化、 民主化、 规范化、 法治化决策。
2. 动力源: 绿色文化培育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

魂。 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②绿色生态文化既是生态治理的内生动力和重要支撑， 又是一种

引领生态治理实践的生产生活方式。 积极构建绿色文化培育机制， 有助于引导人们实现思维方式、 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化， 并进一步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科学支撑与智力

支持。 围绕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建设的现状与要求， 一方面， 要积极开展绿色生态文化研究。 要对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和绿色生态文化进行系统化、 理论化的研究， 充分挖掘绿色生态文化蕴含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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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念、 道德规范、 人文精神， 并结合新时代 “坚定文化自信” 的要求， 继承创新， 展现绿色生

态文化魅力。 另一方面， 培育绿色生态文化贵在知行合一。 人们对生态问题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

“知” 的层面， 要使绿色生态文化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行为， 关键在于自觉行动， 落实到 “行” 上。 为

此， 要全面提升县域生态治理主体的生态治理素养， 使生态文明的主流价值观念深入家庭、 深入社

会、 深入人心， 凝结成人民群众共同的价值追求。
3. 创新源: 绿色绩效考核机制。 “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犹如 ‘指挥棒’， 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

是最重要的。”①事实上， 当前一些县域面临严峻的生态危机， 与我国一度盛行的 “唯 GDP 论” 政绩

观不无关系。 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为了实现当地经济发展与财政增收往往忽视生态治理。 在过去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 这种以 “GDP论英雄” 的片面绩效观是地方官员绩效考核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标准。
真正的发展， 必须是科学发展; 而科学发展就是全面贯彻落实包括绿色发展理念在内的新发展。 落实

绿色发展理念、 推进生态治理进程必须创新绩效考核机制， 不应再以 GDP 为单一考核指标， 而是将

自然生态保护、 自然资源消耗、 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净化等多重维度的指标整体纳入绿色绩效考核

体系中， 并从内外部的多种驱动力 (学习激励机制、 利益分配机制、 容错纠错机制等) 提升生态治

理主体的治理意愿和驱动力量。 当前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人民在民主、 法治、 公平、
正义、 安全、 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公众的生态诉求日益高涨， 必须以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维

将县域生态治理的各项评价指标有机耦合于县域绿色发展的各个领域， 构建起 “绿色 GDP” 核算制

度和县乡干部绿色绩效考核任用机制， 提升多元治理主体生态治理意愿和能动性， 引导县域生态治理

主体更加关注生态治理的效益和质量， 全面提升县域生态治理能力。
4. 主体源: 多元主体参与机制。 社会利益主体渐趋多元、 社会结构持续分化决定了单靠政府等

单一权力主体难以整合县域资源实现对生态问题的有效治理。 为此， 必须改变以往由政府单一主体开

展生态治理的模式， 走一条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实践道路。 “治理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

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 满足公众的需要。”②而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生态治理的长

效机制正是对 “管理机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权威， 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③ 这一治理理念的直接体

现。 当前在一些县域生态治理的具体实践中， 县乡党委政府在基层生态治理中占据了政治权力和资源

优势， 虽然其他社会主体生态诉求日益高涨， 在生态治理中实际上是位卑言轻。 化解县域生态治理多

元协同共治的困境， 一方面需要基层政府大力扶持、 培育各类社会组织，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

下移，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④ 积极引导社会组织成长为县域生态治理的自主性力量; 另一方面， 县

域生态治理的多元参与主体应切实增强生态治理能力， 进一步丰富生态多元治理的内容与形式。
5. 基础源: 区域资源配置机制。 生态问题看似是因资源环境破坏诱发的自然生态失衡问题， 实

质上当自然生态危机影响社会公众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时， 自然环境问题已然演变成了一个社会问

题， 甚至是政治问题。 在长期的生态治理实践中， 我国一直遵循的是政府主导的生态治理模式， 政府

的权力垄断生态资源环境等各要素的配置， 涵盖从生态战略、 政策制定到生态治理过程的投资监管，
再到生态治理质量的评估。 随着生态治理难度日益增大， 多元社会力量的生态诉求高涨和生态意识逐

渐觉醒， 政府对生态资源要素配置的低效率、 低质量问题日渐凸显。 这就要求 “处在经济大环境下

的政府， 尤其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里， 不得不重视和利用市场机制， 以求取得更好的效果”。⑤因

此， 在县域生态治理资源配置的实际操作层面， 必须构建起合理有效的区域资源配置机制， 放松基层

政府对资源要素的管制， 借助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 发挥其资源配置优势和资本聚集优势， 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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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县域生态治理质量。
6. 保障源: 绿色法治机制。 法治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更是实施生态治理的制度

性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必须坚持厉行法治， 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

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①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密的法治， 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

靠保障。”②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基本导向， 高效、 有序推进自然生态 -政治生态 -社会生态的协同治

理， 必须从 “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 四大方面夯实生态治理的法治基础， 以 “法治红线” 守住

“绿色底线”。 县域生态治理的法治化是深化依法治国实践、 全面推进生态法治化的关键一环， 必须构

建起县域生态治理的绿色法治机制， 推进县域生态治理能力法治化。 一方面， 要使 “已确立的法律

获得普遍的服从，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③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 良

法是善治之前提”， 县域生态治理法治化必须坚持立法先行， 在 “依法治国” 方略的指导下， 进一步

细化、 深化现有的生态法律制度， 填补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治理现代化等领域的法律空白， 构建起系

统完备的生态治理法治体系， 以生态立法推动和引领县域生态治理走向纵深。 另一方面， “法律的生

命力在于实施， 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④ 为实现县域绿色法治机制的良性运行， 必须 “提高党员

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

要内容， 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⑤

Ecological Governance at the County Level:
Concepts, Element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Shi Yungui, Meng Qun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at the county level is one of the basic steps to promote
modernization in the State governance. To solve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ecological crisis, we should establish
ecological governance capacity system at county level, consisting of three elements, that is, target, resources
and process. Specifically, such a system should focus on building the county‘s various kinds of abilities,
including the abilities to shape the green value, to develop green service, to achieve the ecological rule of law,
to allocate regional resources, and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green policies. Meanwhile, a series of efficient
operation mechanisms should be designed to support the sound circulation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s ecological governance system. Ideally, the county‘s capacity system and operating mechanisms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are interdependent and integrated to provide a lasting incentive for further advance in its
ecological governance.

Key words: ecological governance capacity at county level, system theory, green development,
mechanisms of six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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